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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创新与实践破解
——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

张文宝

(淮北市委党校<知行论丛>编辑部，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为法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厘清中国法治建

设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探索在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观指引下实现中国法治建设价值的创新和重塑，逐步破

解法治建设实践中的若干难点。必将对推动21世纪的中国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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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以入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

战略思想。法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中推动中国

法冶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且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一、关系论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

义。它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指明了法治

建设的方向。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必须自觉地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制度保障。

(一)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统领地位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

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

就会对人类的物质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

的重大影响。面对新阶段、新情况，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

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

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法

治作为现代社会规范运行的基石，确立怎样的指导思

想，将会对法治的发展起到基础性和保障性的作用；

将会对法治的发展起到规范性和指引性作用。当代中

国必须确立科学发展观对法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它是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整个国家法治建

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科学发展观对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法治建设，就是在法治建

设中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作

为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法律发展中，坚持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法治建设路径；就是在法治实践中，

逐步破解建设中的若干难点：就是要全面落实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坚

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就是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

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就是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

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

治化；就是要深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树立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

法、用法、护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法治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制度保障

在充分肯定科学发展观对法治建设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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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法治是科学发展观得以

落实的具体体现和制度保障。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发

展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既需要通过理论教育、理论宣

传，加深人们对它的理解与运用，更需要通过构建一

定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来保障其贯彻执行。这就需要

立法机关科学立法、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

正审判、法律监督切实发挥作用，使科学发展观在法

治建设领域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得到人们的认可、

支持和拥护，成为人们自觉地意识和行为．切实发挥

法治对科学发展观的保障功能。

二、价值论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已

最大程度地包容了法治的全部价值。体现了两者价值

的统一与契合。但同时科学发展观又在～定程度上丰

富和发展了法治的价值。推动了法治价值的创新与重

塑。

(一)科学发展观和法治价值的契合

价值主要体现了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人的需要

的满足。“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

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

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竹【l】lo法治的价值是公

平、正义、平等、自由、秩序、安全、人权等这些人类共

同的价值；是一个融良法善治精神、民主人权精神、公

平正义精神、和谐秩序精神等为一体的综合命题；是

法律意识、法律思维、法律心理与法律文化在法治环

境下形成的科学精神。法治价值的归宿在于人的自我

实现和自我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内在统

一的。推动科学发展离不开全社会对法的普遍信仰和

遵守，否则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将无从谈起，同样

离开科学发展观指导的法治建设必将陷入桎梏。科学

发展观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体现在立法、执

法、司法、法律监督、普法等具体法治实践中。体现在

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社会共识

中。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是我们党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对推进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刻认识和理论创新；我

们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法治价值。

是体现科学发展观要义、基本要求、根本方法的法治

精神和价值；是吸纳了现代法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体现人类法洽社会共同规律和基本价值原理。立足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符合基本国情、我国传统文化和

普通民众普遍正义认知的法治精神和法治价值。

(二)科学发展观和法治价值的创新及重塑

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仅仅表现为法律数量上的

增加、法律功能的扩展和对法律权威的崇尚，最根本

的变化是法律价值的转换和创新，是法律对入的尊重

和保障，是法治为满足入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提供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蕴含这种要求，必将成为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坚持的最

高价值和基本精神。当前我国法律追求和实现的所有

价值目标都是围绕这一最高价值要求和取向展开的。

离开以人为本。其他法的价值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离开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就可能偏离法治的方向。维

护人格尊严、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全面需求、促

进入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价值起点和目

标，是我们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根本所在。马克思曾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

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嗍以人为本的
发展观。为我国法治建设中法的价值转换和创新奠定

了理论基础。以人为本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精神和

灵魂，也必将推动法治价值的重塑。从公平、公正、公

开的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统一和融合。

三、实践论

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

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把社会推向前进。当

前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突出表现在民主法制建设与扩

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

法治满足人民维护公民权益、交易安全、社会安全新

期待的保障能力亟待提高；法治树立司法权威、提供

司法服务的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为此，基于科学发

展观的视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法治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体现在政治方向的指引上。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始

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确保法冶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吸收、借

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决不能以西方的法治

理念、法治模式来评判我国的法治建设。更不能脱离

我国实际照抄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在法冶建设中．

既要遵循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

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更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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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情，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途径主要体现在要“善于

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党对法治

工作在领导方法上。要明确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二)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观

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

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承

认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翻娜对人的

主体性的肯定和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属性和本质把握．包含着对全

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人性化指引。以人为本的

法律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灵魂和精髓，人是法

律之源，离开了人作为主体的需求和发展，法的存在

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人的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决定法律的内容与发展，入的社会实践检验法律

的优劣和成败。坚持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观．就要贯

彻人是法律价值的承载者和终极目标的理念。以人为

核心开展法治建设的各项工作。“现代法治文明的精

神指向归根到底在于其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以

人为本是法治全部特点的灵魂。”睇总之坚持以人为

本的法律价值观，就要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

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一条红线贯穿

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过程。

(三)法治建设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的理念体现着法的内在精神乃至最高本体．

体现着法的基本特征，是法的权威性的要义，是人们

寄托于法之上的最高理想和期望。是评判良法与恶法

的基本标准，是指导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基本准

则．是实现法治的基石。”阳1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是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法治建设领域内的具体体

现。2005年11月，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政法机关权从

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问题，胡

锦涛同志作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政

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的重要批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

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

执法为民是党的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理念和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在法治建设中的体现；公平正义是社会

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之一：服务大局就是正确认识法

治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党的领导是法治

建设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立足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对我国

法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

的全面、准确的科学概括；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考和重大的理论创

新；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

(四)法治建设必须破解实践中的难点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

凸显。而“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

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

护。”网为此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

本的法治价值观，逐步破解法治建设实践中的若干难

点。是2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是关注民生法治建设。当前民主立法诉求，已

更多地体现和转化为民生立法需要。关注民生，是中

国法治拥有坚实基石的必然要求：建设民生法治，是

实现中国法治国家目标的真正希望所在。当前以民生

为根本，在继续完善民主立法、经济立法的同时，我国

着力加强了社会领域的民生立法。十七大报告提出：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推动建设和谐社会。”阿这要求我国在社会发展和改

善民生上．着手建立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体系、覆盖

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廉租房积经济适用房为

主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以及包括失业、社会最低生

活保障、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问

题的落实及最终解决，显然都迫切需要法律功能的很

好发挥。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机制来保证其适宜的

解决与安置。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民生立法的步伐，主

要有：物权法、道路安全交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

议仲裁法、就业促进法、食品安全法、防震减灾法和汶

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等，同时修订和完善了残疾

人保障法、乳品质量安金监督管理条例等。但是这些

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必

须抓紧制定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精神

卫生法、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等重要法律，在探索

中不断推动民生法治建设。

二是构建生态环境法治。必须克服狭隘的人类中

心主义。把生态主义自然观纳入社会发展的视域中，

建立健全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法律机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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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构建不仅要考虑同一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还要

考虑不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要考虑人类社会

内部的利益冲突。还要考虑人类社会与外在自然世界

的利益冲突。”阳即以科学发展推进生态环境法治建

设。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学

习和贯彻落实。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环境立法的完

善、环境法的实施及其监督等无不体现着科学发展的

理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环境立法方面，出台了

环境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公共机构节

能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等，但是中国的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依然严峻。例如：2009年5月20

日，法制网报道，75部法规治不住渤海污染。加大执

法力度，确保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和人们环保意识提

高。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是推动农村法治建设。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

展，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同城市相

比。农村法治建设仍然比较薄弱。我国现已制定和颁

布了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

业技术推广法、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

见和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10多部农业农村方

面的法律法规，农村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基本已经有了

法律的依据和保障。但是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立

法仍处于滞后状态。从我国法律分布来看，其中突出

的问题表现为多为城市立法。而有关农村、农民的法

律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更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从立法

的过程来看，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要更多地

体现农民这个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马克思说：“只有当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体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_

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

把握。”即移可见一项立法能否收到实效。是否具有相

应价值，关键在于其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所以

从中央到地方应结合农村、农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

快推进涉及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社会稳定、征地和被

征地、土地承包与流转、合伙经营、医疗、养老保险和

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定和完善工作。同时还

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要求。使农民真正感觉到自己就

是主人，占据法律主动地位。感觉法律是他们制定的，

从而自觉的守法、学法、用法。

参考文献：

【1】卓泽滴．法的价值论【^q．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瞰】．北京：人民出版社，I钙1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石豢蜂，卓英子．新发晨现与法律的新发展m法学家，2004'

(1)．

【5】杜宝虎．科学发晨观与法的理念之更新叨．甘肃社会科学，

2008，(4)．

【6】胡锦涛．在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的讲话

匹B／oL】．人民网，200s埘—05．
川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r7．

【8】张羽君．21世纪的中国法律制度与社会建设田．政治与法

律，2009，(6)．

责任编辑：曲晓红

Value Innovalion粕d Praclice of the

Co砸t川c廿on of Rule of Law in C加temporary C№a
——From dhe Pe鹉pecti他of scien陆c oIIdook on Devel叩眦nt

zll肌g WeIlb∞

(Edit商al Depanment of zhixillg L曲cong，胁y School of

t11e CPC Huail)ei Municipal Committee，Huaibei235000，Cllina)
Abstmct：ne∞ientific oudook on deVel叩I舱nt is tlle fund锄∞tal guideli舱for Chine∞co鹏huction

of mle of law for it points out tlle deVel叩ment direction of legal system co璐mlction．Claril弘ng tlle

relatio璐hip bet帆圮n tlIe 髓ientific oudook on devel叩ment 蛐d ChiIIa勺 consmIction of mle 0f law，

explorinz、柚ue innov砒ion舳d Ie删eling 0f tlle co璐tmction of mle of Iaw under出e舢idance of tlle

people—oriented legal Value，肌d gmduauy overcoⅡling the dimculti铭in tlIe pmctice 0f tlle constnlction of

“e of l跏讥U pm啪te tlle co舾咖ction of 11lle of hw in Chim in dIe 21st century．

Key wonIs：酏ientific oudook on deVeIopment；people-(埔ented；legaI vaIu髓

万方数据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创新与实践破解——以科学发展观

为视角
作者： 张文宝， Zhang Wenbao

作者单位： 淮北市委党校《知行论丛》编辑部,安徽,淮北,235000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010，12(2)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8条)

1.卓泽渊 法的价值论 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5

4.石泰峰.卓英子 新发展现与法律的新发展 2004(1)

5.杜宝虎 科学发展观与法的理念之更新 2008(4)

6.胡锦涛 在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的讲话 2005

7.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7

8.张羽君 21世纪的中国法律制度与社会建设 2009(6)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于中涛.刘毅杰.于永凤.李桂艳.李桂红.Yu Zhong-tao.Liu Yi-jie.Yu Yong-feng.Li Gui-yan.Li

Gui-hong 论科学发展观语境中的以人为本概念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1)
    以人为本的思想早已存在,以人为本的词汇也在各个领域被广为使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及语境中,以人为本的概念却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近年来

关于以人为本的宣传和解读中,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有些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没有区别以人为本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揭

示出科学发展观语境中以人为本概念的特定内涵,不能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概念的本来意义.这不仅造成了对以人为本概念理解上的误区

,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之所在,而且也影响了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贯彻和落实.所以,有必要研究

各种语境中以人为本概念的不同含义,并在比较分析中揭示出科学发展观语境中以人为本概念的特定内涵及其巨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2.期刊论文 辛世俊.Xin Shijun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 -学习论坛2009,25(6)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是关键.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的角度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主要是把握以人为本是现代化建

设发展到新世纪新阶段的迫切呼唤,以人为本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以人为本是国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从科学发展观的科

学内涵的辩证联系中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应该看到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在它贯穿于科学发展观要素的各个方面,起着统帅的作用.从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鲜活的生活实践中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需要我们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入的各种问题:第一,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入文关怀.第二

,应特别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第三,解决因满足公共利益需要而给公民个人带来困难和麻烦的所有问题.第四,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第五

,充分发挥政府在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方面的重要作用.

3.期刊论文 江丽.JIANG Li 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于教育的思考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8(4)
    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各个领域,因此,在教育领域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本文主要论述为什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和如何坚持以

人为本的教育观.主要从重视主体性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两个方面来具体阐述怎么做到坚持以人为本.

4.期刊论文 赵万江.陈锦宣.Zhao Wanjiang.Chen Jinxuan 论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以人民群众为本"的根

本一致性——兼谈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的现实性与超越性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24(5)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不仅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还是一个阶级性概念,在现阶段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不能仅仅以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的超越性

为基点,更要把握马克思以人为本思的现实性.这个现实性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人为本即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二者是根本一致的.科学把握以人为本

的内涵必须把"人"与"民"、"人"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与"作为类的人"、"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等概念区别开来.

5.期刊论文 郝孚逸.Hao Fuyi 从唯物史观的以人为本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 -理论月刊2007(2)
    科学发展观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是其本质和核心,这无论从其理论内涵还是实践经验来说

,都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唯物史观、尤其是对唯物史观中的以人为本的继承和发展.

6.学位论文 张艳玲 论“以人为本”——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科学发展观 2008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马克思构建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提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

”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确立为自己的本质和核心，不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本来就存在但又长期被人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则凸

显出来，而且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阶段。本文以“以人为本”思想为中心，从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

”思想的形成入手，系统论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

”思想的，说明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积极探索了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贯

彻落实“以人为本”思想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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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和形成轨迹，说明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产生的必然性。

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人道主义的失落和生活中的非人现实，是促使马克思思想探索的深层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美好设计的--落空，使社会主

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历史任务落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上。唯物史观是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但做出主要贡献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唯物史观

的创立一开始就是为着关于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理论论证的。可以说，马克思唯物史观从其诞生那天起就是围绕人和为了人的

，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来源，从广义上说，是人类以往一切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传统，从狭义上说，其

最主要和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或人本思想。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中的合理的人本思想是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来源，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则足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如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样，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也有一个形成轨迹。事实上，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以人为本”思想

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而。因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致的，二者一致的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点的确立。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

“物”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的物：马克思“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实践观点的确立为我们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以

人为本”思想的一致性提供了契机。纵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1、《博士论文

》时期--“自我意识”意义上人本思想的形成；2、《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意义上人本思想的形成：3、《德法年鉴》时时--历史创造者意义上的人

本思想的形成：4、《手稿》到《形态》时期--实践主体意义上人本思想的形成。第二部分系统论述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说它

“基本”是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博大精深，任何人都不能一览无遗地对其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做出全面概括。鉴于本人的学识、洞察力方面的限制

，我也只是循着自己的思路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大致归纳为四个基本方面：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人是社

会发展的动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

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否承认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与以往人本哲学的分水岭

，是马克思把唯物史观与“以人为本”思想统一起来的关键。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中的“人”之所以具有“本”的地位和作用，就在于作为社

会发展主体的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创造性是人之为主体的最本质属性。至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或主体，马克思

坚定地认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或主体具有二重性：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是创造者又是享用者，或者说，社会历史发展既为

了人又依靠人，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又一基本内涵。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的形成和解决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角度考察社

会基本矛盾，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基本矛盾其实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矛盾；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的需要和利益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

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角度考察社会基本矛盾，可以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作用推进到更深的层次。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

”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看到了人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动力作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把未

来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每一

个人都应不受阻碍地发展；每一个人的各方面本质即人的潜能、人的活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人的道德等方面都应不受阻碍地得到全

面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地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人的全面自山发展理应

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部分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论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论述。毛泽东作

为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精辟表述充分展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主体观、人民动力观、人民利益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邓

小平“以人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尊重人；为了人；依靠人；塑造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江泽民关于重视群众力量；关心人民疾苦；提升人的素质等

思想也体现了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部分阐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提出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内涵、理论创新等，说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

“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积极探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新路子。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提出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必然要求；它适应了世界发展观念转变的大趋势；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根本执政理念

的集中体现；为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之“本”的基本要义包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第一次给发展理论作了科学的定名；第一次言简意赅地明确了人在发展中“本”的地位

和作用；加深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发展概念的理解；它把全面、协调、可持续统一放在发展观的高度来考虑，是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创新。坚持“以

人为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增长与提升全民的社会福祉结合起来；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作为第一

需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使老百姓有事做、有饭吃；必须满腔热情地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必须把人的

发展摆在发展的核心位置，积极探寻当代中国人全面自山发展的实现途径。

7.期刊论文 丁永忠 "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试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17(5)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它既不同于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等人的"人本唯物主义"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中心

主义";它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基础上的,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主体创造的统一;"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

本维度,"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重视"人文关怀".

8.期刊论文 龙艳宁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6,15(5)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坚持

以人为本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保证,必须尊重人、解放人;坚持以人为本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手段,必须依靠人;坚持以人为本是落实科学发展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9.期刊论文 李焕.张首魁.LI Huan.ZHANG Shou-kui 浅议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涵义 -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

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0(2)
    以人为本,是中央根据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出的一个重要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是对历史发展观的科学总结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本质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在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发展科学性的根本标准,同时科学发展观的承担和实践的主

体也是人.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树立人本观,充分依靠人,处理好人的利益关系.

10.期刊论文 彭景阳.PENG Jing-yang 区域经济发展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追求--浅议张家港落实"以人为本"科

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6(1)
    张家港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面临着区域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融入区

域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素,对张家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五个转型"和争当"两个率先"的排头兵等发展目标,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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